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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安全生产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点，特别是“红线意识”和“问

责机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一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

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贯穿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展现

了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坚定的历史担当，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遵循。今天整理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

供大家一起来学习。



对吉林省长春市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6.3”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2013年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要求全力以赴组织救援，千方百

计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

员伤亡，认真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

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责

任；深刻总结教训，采取有效措施，

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



—— 2013年6月6日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

管理、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

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人命关天，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

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2013年11月2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
事故现场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部门、各类企业都要坚持安全生产高标准、严要求，

招商引资、上项目要严把安全生产关，加大安全生产指标考核权重，实行安全生产

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一票否决”。

责任重于泰山。要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

亲自动手抓。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工作。所有企

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

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中央企业要带好头做表率。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安全生产，要坚持防患于未然。要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全覆

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

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访，特别是要深查地下油气管网这样的隐

蔽致灾隐患。要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工作责任制，实行谁检

查、谁签字、谁负责，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成效。

要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各地区和各

行业领域要深刻吸取安全事故带来的教训，强化安全责任，改进安全监管，落实防

范措施。



——江苏苏州昆山市开发区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2014年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江苏省和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伤员救

治,做好遇难者亲属的安抚工作；查

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责任,汲取血

的教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正值

盛夏,要切实消除各种易燃易爆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015年对河南平顶山“5.2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河南省和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遇难者善后和家

属安抚工作，并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究事故责任。各地区和有关部

门要牢牢绷紧安全管理这根弦，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排查隐患，防微

杜渐，全面落实安全管理措施，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2015年对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天津市组织强有力力量，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失踪人员；尽快

控制消除火情，查明事故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做好遇难人员

亲属和伤者安抚工作，维护好社会治安，稳定社会情绪；注意科学施

救，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国务院速派工作组前往指导救援和事故

处理。各地要汲取此次事故的沉痛教训，坚持人民利益至上，认真进

行安全隐患排查，全面加强危险品管理，切实搞好安全生产，确保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2015年8月15日就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确保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承担好

的重要责任。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以及近期一些地

方接二连三发生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再次暴露出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突出问题、面临形势

严峻。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取。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

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要位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

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要健全预警应急机制，

加大安全监管执法力度，深入排查和有效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提高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努力推动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各生产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血的教训警示我们，公共安全绝非小事，必须坚持安全发展，扎实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堵塞各类安全漏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重特大突发事件，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责任事故，其中都不同程度存在主体责任不

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法规标准不健全、安全监管执法不严格、监管体制机制不

完善、安全基础薄弱、应急救援能力不强等问题。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一是必须坚定不移保障安全发展，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失职追责”，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二是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安全监管工作，强化开

发区、工业园区、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在标准制定、体制机制上认真考虑如何改革和

完善。三是必须强化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加快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

规制定修订，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强化基层监管力量，着力提高安全生产法治化水平。四是必须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性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五是必须加强基础建设，提升安全保障能力，针对城市建设、危旧房屋、玻璃幕墙、渣土堆场、尾矿

库、燃气管线、地下管廊等重点隐患和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以

及游乐、“跨年夜”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坚决做好安全防范，特别是要严防踩踏事故发生。”



——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做出重要指示

要求江西省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做好救

援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尽快查明原

因，深刻汲取教训，严肃追究责任。近

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国

务院要组织各地区各部门举一反三，全

面彻底排查各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

任落实，切实堵塞安全漏洞，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016年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结合以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整理出主“十大

金句”和“六大要点”。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十大金句”

1.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2.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

地监管，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而且要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齐抓共管。

3.当干部不要当的那么潇洒，要经常临事而惧，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要经常有睡不着觉、半

夜惊醒的情况，当官当的太潇洒，准要出事。

4.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打到疼处、痛处，让他们真正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有效防止悲剧重演

。造成重大损失，如果负责人照样拿高薪，拿高额奖金，还分红，那是不合理的。

5.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

失。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十大金句”
6.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

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7.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

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8.安全生产要坚持防患于未然。要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要采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暗查暗

访，特别是要深查地下油气管网这样的隐蔽致灾隐患。要加大隐患整改治理力度，建立安全生产检查

工作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做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务必见到成效。

9.要做到“一厂出事、万厂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

10.血的教训极其深刻，必须牢牢记取。各生产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

“六大要点”

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06

全面构建长效机制。05

强化红线意识，实施安全发展战略。01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03

加快安全监管方面改革创新。04

抓紧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02



二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一

三 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四 失责必问责- 重大事故案例追责分析



1、牢牢坚守生命红线，大力实施安全发展战略

不可逾越的红线

不要带血的GDP

安全第一促发展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

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

强管理、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抓紧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亲力亲为
齐抓共管

一票否决

加强领导有担当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3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常委会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落实行业主管部门直接监管、安全监管部门综合监管、地方政府属地监管，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

生产必须管安全，而且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3、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推动企业尽职履责

尽职履责 四个到位

隐患排查 防微杜渐

严肃追责 以往鉴来

主体责任要落实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5年8月15日，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各生产

单位要强化安全生产第一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4、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的改革创新，改进安全监管方式方法

深化改革 履行监管

方法创新 提高效能

依法执行 推进法治

科技强安 软硬兼施

创新法治促监管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6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必须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安全监管工

作，强化开发区、工业园区、港区等功能区安全监管，举一反三，在标准制定、体制机制上认真考虑如何改革和完善。”



5、全面构建长效机制，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把握规律 综合治理

标本兼治 常长二字

重点整治 巩固成果

加强应急 搞好预演

长效机制治标本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6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

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援工作，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提升坚守安全红线、促进安全发展的能力

忧患意识 戒惧之心

命字在心 严字当头

敢抓敢管 勇于负责

严于履职 真抓实干

提升素质保安全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加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

想问题，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守土有责，敢于担当，完善体制，严格监管，让人民群众安心放心。”



揭示了我国现阶段安全生产的规律特点

1

2

3

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

4

贯穿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是指导新形势下安全生产工作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思想理论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
讲话的体现了
四个重大意义

二、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三 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一

二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四 失责必问责- 重大事故案例追责分析



责 任

一是指分内应该做好的事，如履行职责、应尽义务、承担责任等。

二是指如果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如担负

责任、承担后果等。

一般把前一种责任称为积极责任，把后一种责任称为消极责任。

1.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含义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主体责任：企业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的直接承担主体。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指企业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履行的安全生产法

定职责和义务。

企业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任：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中，必须按照安全

生产法规履行的义务承担的责任，否则接受未尽责的追究。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新安法规定了涉及生产经营单位的

1.安全条件，合法合规

2.日常管理，建章立制

3.资金投入，满足要求

4.机构人员，按标配备

5.教育培训，全员合格

6.安全设施，同时到位

7.较大危险，标志明显

8.工艺设备，合法可靠

9.危险物品，严格管理

10.事故隐患，及时消除

11.疏散出口，保持畅通

12.危险作业，专人管理

13.危险防范，如实告知

14.劳防用品，配备使用

15.相关各方，协调管理

16.制定预案，定期演练

17.发生事故，立即抢救

18.工伤保险，依法缴纳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18个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意义

企业要想正常运转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保障

前提

根本

安全



安全管理的效益主要体现在：

 ——降低事故成本；

 ——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安全生产是企业最大的效益和最重要的软实力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1.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贯彻落实安全法规的迫切需要；

2.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依法经营的主要体现；

3.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

4.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执行力的基本手段；

5.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预防安全事故的最基本底线；

6.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六大意义



3.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1.总体虽然平稳，但安全生产状况很不平衡

安全责任体系不健全;

现场安全施工无标准、无“底线”;

安全投入、安全防护不能及时到位；

三违现象时有发生；

现场安全管理“等靠”意识突出。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2.日常安全生产管理有所懈怠

贯彻上级安全要求执行打折扣、落实不彻底；

现场安全隐患顽症痼疾，反反复复；

惯性思维突出，侥幸心理严重；

安全培训过于形式，不实质考核。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3.现场安全管理对安全生产的支撑作用发挥不够

安全制度、规程等未按要求进行编、审、批；

“两措一案”内容空洞、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安全交底不全面，落实不到位,过程管控不严谨。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论述摘编一

二 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内涵

三 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公司的安全管理的隐忧之患

四 失责必问责- 重大事故案例追责分析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

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

负责必明责 担责必履责 失责必问责



失责必问责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及宿舍楼工程

“12·29”筏板基础钢筋体系坍塌重大事故案例分析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及宿舍楼工程“12·29”

坍塌重大事故是新《安全生产法》颁布执行后，在全

国范围内比较有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事故的调查处

理和责任追究具有判例效应。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基本情况
2014年11月29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清华附中体育馆

及宿舍楼工程工地，作业人员在绑扎钢筋过程中，钢筋

体系发生坍塌，造成10人死亡、4人受伤。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基本情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体育馆及宿舍楼工程（以下简称“清华附中工程”）位于

中关村北大街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园内，总建筑面积20660平方米，是集体

育、住宿、餐厅、车库为一体的综合楼。该建筑地上五层、地下两层。地上

分体育馆和宿舍楼两栋单体，地下为车库及人防区。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建设单位 清华大学

设计单位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北京华清技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总包单位 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劳务分包单位 安阳诚成建设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基本情况

事发部位位于基坑3标段，深约13米、宽约42.2米、长约58.3米。现场情况如下：

已经完成3标段下层钢筋的绑扎、马凳安放、上层钢筋的铺设等工作

马凳采用直径25mm或28mm的带肋钢筋焊制（方案要求32mm），安放间距

为0.9至2.1米（方案要求1米）；

马凳横梁与基础底板上层钢筋网大多数未固定；

马凳脚筋与基础底板下层钢筋网少数未固定；

上层钢筋网上多处存有堆放钢筋物料的现象。

事发时，上层钢筋整体向东侧位移并坍塌，坍塌面积2000余平方米。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现场勘验：



基本情况

 经查，北京建工一建公司及其和创分公司存在非本企业员工以内部承包的形

式承揽工程的行为，年收取管理费用一千余万元。

 根据对相关人员调查情况及上述认定的事实，经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

定：在该项目投标、合同订立期间，北京建工一建公司涉嫌允许杨泽中以本企业

名义承揽清华附中工程项目。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事故经过：



基本情况

 2014年7月，北京建工一建公司清华附中工程项目部制定了《钢筋施工方案》，

方案经监理单位审批同意后，项目部未向劳务单位进行方案交底。

 2014年10月，与安阳诚成劳务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未

按照要求将合同送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劳务单位相关人员进

场后，未接受交底情况下，组织筏板基础钢筋体系施工作业。

 2014年12月28日下午，劳务队长张焕良安排塔吊班组向上层钢筋网上方吊运钢

筋，经调看现场监控录像，共计吊运24捆。

 2014年12月29日6时20分，作业人员到达现场实施墙柱插筋和挂钩作业。8时

20分许，筏板基础钢筋体系失稳整体发生坍塌，将在筏板基础钢筋体系内进行绑

扎作业和安装排水管作业的人员挤压在上下层钢筋网之间。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工程承揽情况：



事 故 原 因
直接原因：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未按照方案要求堆放物料。施工时违反方案规定，将整捆钢筋直接堆放在上层钢筋网上，堆料过

多，且局部过于集中，致使基础底板钢筋整体坍塌。

 未按照方案要求制作和布置马凳，未按方案规定的32mm钢筋直径加工马凳，未按规定的1m间

距布置马凳，导致马凳承载力下降。

 马凳及马凳间无有效的支撑，马凳与基础底板上、下层钢筋网未形成完整的结构体系，抗侧移能

力很差，不能承担过多的堆料载荷。

 施工现场管理缺失：一是技术交底缺失，未按照要求对作业人员实施钢筋作业的技术交底工作，

擅自减小马凳钢筋直径、随意增大马凳间距，降低了马凳的承载能力。二是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

施工现场钢筋作业人员存在未经培训上岗作业的现象。三是对劳务分包单位管理不到位，未及时

发现其为抢赶工期、盲目吊运钢筋材料集中码放在上层钢筋网上的隐患，导致载荷集中。



事 故 原 因
间接原因：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1.备案项目经理长期不在岗、专职安全员配备不足。

2.经营管理混乱。北京建工一建公司存在非本企业员工以内部承包的

形式承揽工程的行为。

3.监理不到位。

4.行业管理部门监督检查不到位。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该起事故

是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事 故 处 理

建设单位
追责2人

总包单位
追责21人

监理单位
追责5人

政府机关
追责2人

劳务单位
追责6人

个
人
处
罚

个人处罚方面，5

家单位共计36人

被追究党纪政纪

、行政、刑事等

责任。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事故处理

 4人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

 2人受到行政
处分
 2人被建议追
刑责

 4人受到党纪
行政处分
 2人被建议追
刑责

 5人被追刑责
 2人受到行政
处分

总承包单位21人被追责，涉及集团总部、公司、分公司、项目部各层级：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北京建工集团 4人：

1、戴彬彬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行政警告

2、丁传波 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理 行政记过

3、杨 楠 北京建工集团安全监管部部长 行政记大过

4、高永植 北京建工集团经营部部长 行政记大过

集团总部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北京建工一建公司 6人：

1、郭向东 法定代表人 上一年度收入60%的罚款、撤职处分终身不得担

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2、刘 船 总经理 立案侦查，另追刑责

3、徐敬贤 生产副总 立案侦查，另追刑责

4、闫德中 总会计师 上一年度收入100%的罚款

5、赵普彤 常务副总经理 撤职

6、孙京燕 安全总监兼安全施工管理部部长 撤职

公 司公司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分公司

北京建工一建和创分公司 4人：

1、杨冬先 分公司经理 立案侦查，另追刑责

2、王巨禄 分公司生产副总 立案侦查，另追刑责

3、吕金庆 分公司安全施工管理部部长 开除

4、王 妍 分公司质量技术部部长 开除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项目部

清华附中项目部7人：

1、杨泽中 项目实际负责人 判处6年

2、叶耀东 清华附中工程项目备案项目经理 吊销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终身不予注册

3、王京立 项目执行经理 判处4年6个月

4、曹晓凯 项目技术负责人 判处4年

5、王英雄 项目生产经理 判处3年6个月

6、荆鑫 项目施工员 判处3年6个月

7、韩宝元 项目安全员 开除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劳务单位

劳务单位6人被追责：

1、张换丰 劳务单位法定代表人 判处6年

2、张焕良 劳务单位现场负责人 判处4年6个月

3、赵金海 劳务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判处4年

4、田勇只 劳务单位钢筋工工长 判处3年6个月

5、李雷 劳务单位钢筋班长 判处3年

6、李成才 劳务单位钢筋组长 判处3年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5人被追责：

1、张永刚 公司总经理

2、郝维民 公司副总兼项目总监 判处5年

3、张明伟 项目执行总监 判处4年6个月

4、田克军 土建兼安全监理工程师 判处4年

5、耿文彪 土建监理工程师 判处3年缓刑3年

上一年度收入60%的罚款、撤职，终身不
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建设单位

1、保其长 清华大学基建规划处处长 记过

2、盖世杰 基建规划处规划设计科科长兼
清华附中工程项目建设单位负责人 撤职

建设单位2人被追责：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公 司政府机关

1、李 程 海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行业管理处副主任 严重警告、降级

2、樊力强 海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行业管理处五科科长 严重警告、撤职

政府监管部门2人被追责：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总包单位

监理单位

劳务单位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事 故 处 理



3单位被给予行政处罚：

1、北京建工一建公司 360万元的罚款、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吊销房

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

2、北京华清技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200万元的罚款、吊销

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资质。

3、安阳诚成劳务公司 吊销其施工劳务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

刑责、党纪政纪处分、行政处罚

事 故 处 理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一是：总包单位被追刑责或建议追刑责的人员为公司、分公司、项目的负责人和分管领导

，包括公司总经理、分公司经理、生产副经理、项目经理；以及事故直接责任人，包括项目

施工员、生产经理、总工等。安全员因监督检查不到位被给予“开除”处分。

二是：集团总部、公司、分公司三个层级的安全、质量、技术、经营等部门负责人及分管

领导，被处党纪、行政处罚处分（记大过、撤职、开除等）。

三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处罚款、撤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公司被处罚款、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吊销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该处罚

预示着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生涯的结束、企业生存的终止。

追 责 分 析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事故教训与启示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Ø一、安全事故风险巨大

l企业层面：北京建工一建公司被吊销资质证书、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已经

无法生存。

l个人层面：总包单位9人被追刑责，包括公司、分公司、项目主要负责人、分管领

导、项目直接责任人，判刑最高达6年，最低3年6个月。12人受到党纪、政纪、行

政处分，其中公司负责人被处以撤职、且终身不得担任主要负责人。



事故教训与启示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Ø二、一岗双责不是一句口号

l从追责范围看，纵向涉及到项目、分公司、公司、集团总部四个层级，横向涉及到工

程、技术、安全、经营多个业务系统及对应的分管领导。

l从事故原因看，技术系统未交底，未通过巡查发现施工与方案不一致，工程系统未按

方案组织施工，工程、技术系统负直接管理责任。安全系统教育、检查不到位，未能

及时发现和制止现场的违章、违规，负监督管理责任。

l从责任追究看，被追刑责的除负责人及分管领导外，均为工程、技术系统的人员，且

在法院判决中被认定为事故直接责任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要保证安全，需要各层级、各岗位履行好各自安全职责。

安全监督必不可少，但不能完全依赖监督，更需要各级直接责任部门、直接责任岗位

落实一岗双责、实现齐抓共管。



事故教训与启示

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Ø三、企业经营行为要依法合规。

l严格规范招投标及内部承包管理。

l加强分包合同管理。及时与劳务公司签订合同，避免造成违法分包。

l加强企业资质管理。严禁出借资质、挂靠、违法转包等行为。



“红线”=

“红线”=

“红线”= “高压线”

“生命线”

“责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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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失责必问责——重大事故案例责任分析



立责于心保安全 履责于行促发展

结

束

语

对于安全生产，我们并不缺

少制度，甚至不缺少经验和教训。

缺少的是落实、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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